
2022-11-17 [As It Is] NATO_ Missile that Killed Two in Poland Was
Accidental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missile 11 ['misail, -səl] n.导弹；投射物 adj.导弹的；可投掷的；用以发射导弹的

4 and 1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in 10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者；门路；知情者 n.(In)人名；(中)演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殷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因；(日)寅(名)

6 said 10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拉
伯)赛义德

7 that 10 [ðæt, 弱ðət, ðt] pron.那；那个 adv.那么；那样 conj.因为；以至于 adj.那；那个 n.(That)人名；(德)塔特

8 Ukraine 10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9 Poland 9 ['pəulənd] n.波兰（欧洲国家）

10 Russia 9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11 to 9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(普
通话·威妥玛)

12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3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 it 8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性
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informationtechnology

15 On 8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16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7 he 5 [hi:, 弱 hi, i:, i] n.男孩，男人；它（雄性动物） pron.他 n.(He)人名；(日)户(姓)；(朝)海；(柬)赫

18 this 5 [ðis, 弱ðəs] pron.这；这个；这里 adj.这；本；这个；今 adv.这样地；这么 n.(This)人名；(法)蒂斯

19 we 5 [wi:弱 wi] pron.我们（主格）；笔者，本人（作者或演讲人使用）；朕，寡人 n.(We)人名；(缅)韦

20 adj 4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21 attack 4 [ə'tæk] n.攻击；抨击；疾病发作 vt.攻击；抨击；动手干 vi.攻击；腐蚀 n.(Attack)人名；(瑞典)阿塔克

22 killed 4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23 nato 4 ['neitəu] abbr.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（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） n.(Nato)人名；(意)纳托

24 president 4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5 Tuesday 4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6 Ukrainian 4 [ju:'kreiniən; -'krai-] adj.乌克兰的；乌克兰人的 n.乌克兰人；乌克兰语

27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8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9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30 biden 3 n. 拜登(姓氏)

31 came 3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32 comment 3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33 fired 3 n.因祸得福（电影名） f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34 have 3 [hæv, 弱həv, əv, v] vt.有；让；拿；从事；允许 aux.已经 n.(Have)人名；(芬)哈韦；(德)哈弗

35 missiles 3 ['mɪsaɪlz] 导弹

36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7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8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9 war 3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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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words 3 [wə:dz] n.[计]字（word的复数）；话语；言语 v.用言语表达（word的三单形式）

41 access 2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42 accidental 2 [,æksi'dentəl] adj.意外的；偶然的；附属的；临时记号的 n.次要方面；非主要的特性；临时记号

43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44 air 2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45 at 2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挝货币基本单位att）；[化]砹（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） abbr.密封的（airtight）；气温（airtemperature）

46 by 2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
47 comments 2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48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49 defenses 2 [dɪ'fens] n. 防卫；防卫物；辩护 vt. 防守

50 deliberate 2 [di'libərət] adj.故意的；深思熟虑的；从容的 vt.仔细考虑；商议

51 down 2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52 English 2 ['iŋgliʃ] adj.英国人的；英国的；英文的 n.英语；英国人；英文；英格兰人 vt.把…译成英语

53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54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55 hit 2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56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57 intentional 2 [in'tenʃənəl] adj.故意的；蓄意的；策划的

58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59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60 nothing 2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61 one 2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
62 or 2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63 polish 2 n.磨光，擦亮；擦亮剂；优雅，精良 vi.擦亮，变光滑 vt.磨光，使发亮；使完美;改进 v.磨光；修改；润色 adj.波兰的

64 reports 2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65 Russian 2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66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67 she 2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话
·威妥玛)

68 site 2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69 something 2 ['sʌmθiŋ] pron.某事；某物 n.重要的人；值得重视的事 adv.非常；有点；大约 adj.大约；有点象

70 stoltenberg 2 斯托尔滕贝格

71 story 2 ['stɔ:ri] n.故事；小说；新闻报道；来历；假话 vt.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.说谎 n.(Story)人名；(英)斯托里

72 strike 2 [straik] vi.打，打击；罢工；敲，敲击；抓；打动；穿透 vt.打，击；罢工；撞击，冲击；侵袭；打动；到达 n.罢工；打
击；殴打 n.(Strike)人名；(英)斯特赖克

73 sure 2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74 systems 2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75 terrifying 2 ['tərifaiiŋ] adj.令人恐惧的；骇人的；极大的 v.使害怕，使恐怖（terrify的现在分词）

76 than 2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后）；
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77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78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79 time 2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80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81 ultimate 2 ['ʌltimət] adj.最终的；极限的；根本的 n.终极；根本；基本原则

82 Wednesday 2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83 when 2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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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84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85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86 about 1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87 absolutely 1 ['æbsəlju:tli, ,æbsə'lju:tli] adv.绝对地；完全地

88 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89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90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91 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92 all 1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
93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94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95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96 andrzej 1 安杰伊

97 anti 1 ['ænti, -tai] adj.反对的 n.反对者，反对论者 n.(Anti)人名；(意)安蒂；(阿拉伯)安提

98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99 apologize 1 [ə'pɔlədʒaiz] vi.道歉；辩解；赔不是 vt.道歉；谢罪；辩白

100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1 appropriate 1 adj.适当的；恰当的；合适的 vt.占用，拨出

102 are 1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
103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104 army 1 ['ɑ:mi] n.陆军，军队

105 associated 1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06 attacks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107 attending 1 adj.（医生）主治的 v.参加（attend的现在分词）；注意，听；照顾；[常用被动语态]（作为结果、情况）伴随

108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109 bears 1 [beəz] n. 熊；卖空者 名词bear的复数形式. 动词bear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10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11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112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113 blame 1 ['bleim] vt.责备；归咎于 n.责备；责任；过失

114 border 1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
115 bordering 1 ['bɔ:dəriŋ] n.边缘；设立疆界；加边 v.接壤（border的ing形式）；在…上加边

116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117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118 but 1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
119 can 1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的）食品罐头

120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121 celebrated 1 ['selibreitid] adj.著名的；有名望的 v.庆祝（celeb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22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123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24 closer 1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
125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126 commanders 1 Commander Islands in the Bering Sea 白令海群岛军队司令官

127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128 country 1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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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的

129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30 defense 1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
131 demanded 1 英 [dɪ'mɑːnd] 美 [dɪ'mænd] n. 要求；需求 v. 要求；查问；需要

132 desirable 1 [di'zaiərəbl] adj.令人满意的；值得要的 n.合意的人或事物

133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134 disputing 1 [dɪ'spju tː] v. 争论；辩驳；争议；质疑 n. 争论；争端；争吵

135 do 1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（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）；（代替动词）；（用于加强语气） vi.行，足够；生长 n.（英）多（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
称） n.（口语）事件；（主英国口语）诈骗；（主英国、新西兰口语）宴会；（口语）必须做到的事情

136 drone 1 n.雄蜂；嗡嗡的声音；懒惰者 n.无人机（非正式） vi.嗡嗡作声；混日子 vt.低沉地说 n.n.(Drone)人名；(法)德罗纳

137 drones 1 英 [drəʊn] 美 [droʊn] n. 雄蜂；游手好闲者；无人驾驶飞机 n. 嗡嗡声；单调的声音 vi. 嗡嗡叫；混日子 vt. 单调低沉地说

138 duda 1 n. 杜达

139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140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141 eased 1 [iː zd] adj. 放松的 动词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42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143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44 employee 1 [,emplɔi'i:, em'plɔii:] n.雇员；从业员工

145 end 1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146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147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148 Ewa 1 n. 埃瓦(在美国；西经 158º02' 北纬 21º20')

149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
150 father 1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
151 fault 1 [fɔ:lt] n.故障；[地质]断层；错误；缺点；毛病；（网球等）发球失误 vi.弄错；产生断层 vt.（通常用于疑问句或否定
句）挑剔

152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153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54 fell 1 [fel] adj.凶猛的；毁灭性的 vt.砍伐；打倒；击倒 n.[林]一季所伐的木材；折缝；兽皮 v.掉下；摔倒；下垂；变坏（fall的过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155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156 flying 1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
157 for 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58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159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160 generation 1 [,dʒenə'reiʃən] n.一代；产生；一代人；生殖

161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162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163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164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65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6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167 has 1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
168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69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
170 honest 1 ['ɔnist] adj.诚实的，实在的；可靠的；坦率的

171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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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173 husband 1 ['hʌzbənd] vt.节约地使用（或管理） n.丈夫 n.(Husband)人名；(英)赫斯本德

174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75 Indonesia 1 ['indəu'ni:zjə,-ʒə] n.印尼，印度尼西亚（东南亚岛国）

176 into 1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177 invaded 1 [ɪn'veɪd] v. 侵略；拥入；侵害；侵扰

178 investigation 1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
179 Jens 1 延斯

180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181 just 1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182 Kherson 1 [keər'sɔ:n] n.赫尔松（苏联乌克兰南部港市）

183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184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
185 landed 1 ['lændid] adj.拥有土地的；陆地上的 v.登陆，登岸（la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

186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187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188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89 machine 1 [mə'ʃi:n] n.机械，机器；机构；机械般工作的人 vt.用机器制造 n.(Machine)人名；(意)马基内

190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191 make 1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192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93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194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195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196 mistake 1 [mi'steik] n.错误；误会；过失 vt.弄错；误解 vi.弄错；误解

197 more 1 [mɔ:] adv.更多；此外；更大程度地 adj.更多的；附加的 pron.更多的数量 n.更多 n.(More)人名；(英、法)莫尔；(意、西、
以)莫雷

198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199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200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01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02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203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204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05 out 1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206 part 1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207 person 1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208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209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10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211 praised 1 [preɪz] vt. 赞美；称赞 n. 赞美；称赞；崇拜 vi. 赞美

212 press 1 [pres] vt.压；按；逼迫；紧抱 vi.压；逼；重压 n.压；按；新闻；出版社；[印刷]印刷机 n.(Press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213 probable 1 ['prɔbəbl] adj.很可能的；可信的 n.很可能的事；大有希望的候选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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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215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
216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217 regaining 1 [rɪ'ɡeɪn] v. 恢复；重回；复得

218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
219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220 responsibility 1 [ri.spɔnsə'biliti] n.责任，职责；义务

221 restrained 1 [ri'streind] adj.克制的，受限制的；拘谨的 v.抑制；约束（restrain的过去分词）

222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223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224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25 rose 1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使（面颊）发红；使有玫瑰香味 vi.起义(rise的过去式)；升起；（数量）增加；休会

226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227 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228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29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230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231 sound 1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232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233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234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235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236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37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238 tensions 1 ['tenʃn] n. 紧张；拉力；张力；紧张状态；[电]电压 vt. 使拉紧；使绷紧

239 territory 1 ['teritəri] n.领土，领域；范围；地域；版图

240 their 1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
241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42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43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44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245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46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247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248 unfortunate 1 [,ʌn'fɔ:tʃənət] adj.不幸的；令人遗憾的；不成功的

249 unfortunately 1 [ʌn'fɔ:tʃənətli] adv.不幸地

250 unlikely 1 [,ʌn'laikli] adj.不太可能的；没希望的 adv.未必

251 unmanned 1 [,ʌn'mænd] adj.无人的；无人操纵的；被阉割的 v.使失去男子气质（unm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252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253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254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255 volodymyr 1 弗拉基米尔

256 want 1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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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wasn 1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
258 way 1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259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260 what 1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
261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262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63 will 1 [wɪl] n.意志；决心；情感；遗嘱；意图；心愿 vt.决心要；遗赠；用意志力使 vi.愿意；下决心 aux.将；愿意；必须

264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65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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